2019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-素養深學習
國際教育論壇
時間：108 年 9 月 25 日(三)9:15-16:30(8:45 開放入場)
地點：臺北文創大樓 6 樓(台北市菸廠路 88 號)



論壇上午場
時間

活動內容

08:45-09:15

報到時間

09:15-09:25

貴賓致詞

09:25-10:10

專題演講一：未來人才的樣貌
主講人：
派翠克・厄克（Patrick Erker) 教育創新諮詢顧問 entangled.solutions 副董事合夥人
/前 BCG 波士頓顧問公司專案經理
林之晨

10:10-11:10

台灣大哥大總經理／AppWorks 董事長暨合夥人

專題演講二：學校教育如何改變，培養出跨域終身學習的未來人才？
主講人：克絲蒂・隆卡(Kirsti Lonka)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教育科學院教育心理學教授
專題演講三：新加坡 21 世紀素養教與學的策略
主講人：劉依玲(LOW Ee Ling)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教師培訓院院長

11:10-11:18

專題演講四：2019 親子天下未來人才調查
主講人：陳雅慧 親子天下總編輯

11:18-12:00

專題與談：Young leaders 期待的新教育，共同領導的時代
主持人：葉丙成 aGamO / BoniO Inc. 執行長
與談人：



劉安婷

為台灣而教創辦人

陳慕天

美感教科書計畫發起人

黃偉翔

Skills for U 執行長

論壇下午 A 場

主題：用創新教育 打造終身學習世代
時間

活動內容

14:00-14:20

報到

14:20-14:25

引言

14:25-15:05

專題演講一：21 世紀的師培教育
主講人：劉依玲(LOW Ee Ling)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教師培訓院院

長
15:05-15:25

專題演講二：想培養未來人才，先培養未來老師
主講人：藍偉瑩 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 -創新教育師資培育中心計畫主持人

15:25-16:10

專題與談：教育創新的現在與未來
主持人：林子斌

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副主任暨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創

新教育師資培育中心授課顧問
與談人：
劉依玲(LOW Ee Ling)

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教師培訓院院長

藍偉瑩 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 -創新教育師資培育中心計畫主持人
16:10-16:25

Q&A

論壇下午 B 場



主題：從數位原住民到數位公民 啟動媒體素養力
時間

活動內容

14:00-14:20

報到

14:20-14:30

引言
貴賓致詞：陳立人 LINE 台灣董事總經理

14:30-15:00

專題演講一：數位公民媒體識讀力的挑戰
主講人：Adam Schreck 美聯社亞太區新聞總監

15:00-15:15

專題演講二：真相碎片化的選擇思辨力
主講人：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

15:15-15:30

專題演講三：如何從教育現場開啟媒體識讀之門？
主講人：蘇明進 台中大元國小教師

15:30-15:45

專題演講四：從香港到火星的媒介與資訊素養
主講人：黃嘉慧 火星媒體 Mars Media Academy 項目總監

15:45-16:30

專題與談：如何培養孩子成為有思考力的數位公民？
與談人：
Adam Schreck 美聯社亞太區新聞總監
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
蘇明進 台中大元國小教師
黃嘉慧 火星媒體 Mars Media Academy 項目總監



論壇下午 C 場

主題：108 課綱元年，讓我們一起上一堂素養課
時間

活動內容

14:20-14:40

報到

14:40-14:43

引言

14:43-15:43

專題演講
彰化縣原斗國中小 林怡辰的閱讀課，從讀到寫
台中市中港高中 彭甫堅的數學課，從此沒有數學恐懼
高雄市高雄女中 劉癸蓉的美術課，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
高雄市仁武高中 石佩蓉的音樂課，第一次被音樂撼動

15:43-16:25

專題與談：如何踏出教素養的第一步?
與談人：
林怡辰 彰化縣原斗國中小教師
彭甫堅 台中市立中港高中教師
劉癸蓉 高雄女中教師
石佩蓉 高雄市仁武高中教師



論壇下午 D 場

主題：108 課綱元年，數位素養這樣學
時間

活動內容

14:10-14:30

報到

14:30-14:35

引言

14:35-14:45

主持人：詹志禹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

14:45-15:05

專題演講一：數位素養的跨域教學與轉型挑戰
主講人：葉士昇 高雄民權國小教師

15:05-15:25

專題演講二：從閱讀啟動數位素養
主講人：傅宓慧 桃園龍星國小教師

15:25-16:00

專題與談：如何用數位資源自主學習?
主持人： 詹志禹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
與談人：
葉士昇 高雄民權國小教師
傅宓慧 桃園龍星國小教師

16:00-16:15

Q&A

教育創新專場


上午 601 室

時間

活動內容

9:40-10:00

報到

10:00-10:03

引言

10:03-10:13

講題：統整性方案課程 x 藝術教育-小玩家大創意-玩轉世界追風趣

玩轉世界追風趣課程影

講師：林秀玲、黃媺珊

片分享

內容介紹：

10:13-10:43

融合 steam 的精神支持設計創新，在實作探究的行動中，發現科學原理與轉

教學引導-認識素材與

動的秘密，從平衡、對稱、中心點、長短、重量到轉動的時間等數學訊息，

工具

延伸 Math art(數學藝術)的美學表現與創作，整合對生活的想法及創意美

10:43-12:30

感，體驗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，學習帶著走能力的教案。

實作體驗

※ 對象：國小教師、教育工作者

成果發表與分享



上午 603 室

時間

活動內容

9:40-10:00

報到

10:00-10:05

引言

10:05-12:00

講題：教出合作力—孩子的未來，不能沒有彼此
講師：吳緯中

開平餐飲學校教師

內容介紹：
過去的教育多數是「我」的課程──我學到了什麼？我又進步了多少？；未來
的教育該有更多「我們」的課程──我們一起創造了什麼？團體智慧又激盪了
什麼？
從 1.欣賞孩子的不同 2.留心是否說出「合作的語言」3.「我到我們」的課程設
計，我將分享這些年身在開放教育第一線，和夥伴們陪伴孩子學習自主、合作、
關係處理與深度對話的實踐與反思。



下午 601 室

講題：培養未來人才-臺北市優良教師的素養課
時間

活動內容

13:40-14:00

報到

14:00-14:05

引言

14:05-14:25

講題1：更好的教育共好的未來
講師1：張素花 臺北市康寧國小校長

14:25-14:45

講題2：從未來人才的需求談學生自主學習的思考
講師2：蔡哲銘 臺北市建國高中主任

14:45-15:05

講題3：走向未來的小小孩
講師3：廖育霈

15:05-15:25

臺北市南海實驗幼兒園組長

講題4：我們都是科斜少年

講師4：陳英杰

臺北市龍門國中教師

15:25-15:40

休息

15:40-16:00

講題5：用雙手打造自己的一片天
講師5：郭錦榮 臺北市木柵高工主任

16:00-16:20

講題6：如何藉由「運動」開發多元智能
講師6：徐為紘



臺北市新民國中主任

下午 602 室

時間

活動內容

13:40-14:00

報到

14:00-14:05

引言：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陳美鈴執行長

14:05-16:05

講題：教室的社會創新-擺渡人工作坊
講師：吳靜吉

政治大學名譽教授、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

內容介紹：隨著世界快速變遷，教育的改變正在發生，新上路的 108 課綱，
強調將知識用出來的核心素養，注重整合性跨領域的學習，所以不僅需要教育
創新，我們更需要的是教室的社會創新！
社會創新能夠將社會累積的舊智慧與新發想的創意結合，以有效的方式滿足社
會需求或改善社會問題。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培育推動社會創新的種子，透過跨
界對話，為教育注入新的能量，顛覆舊教學，成為新教育的特種部隊。
16:05-16:30

座談交流時間&大合照

